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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小技巧
检索心得与技巧的分享

专利批量下载
著录项、PDF下载到本地

统计分析功能
高级分析功能操作指南

分析报告用法
一键出具深度解读的分析报告

工作空间、专题库
自建专题库与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06 实用工具使用教程
专利情报、竞争监控



1.1 检索技巧-常用指令

基本运算符说明
and, or, not, *, ?等基本运算的用法： and,or, not前后需要加空格

and，代表与的关系，可指定两个或多个条件同时出现在一篇专利（或同一字段）中

or,或者的关系，多个条件下出现任一即可，例如：无人车 or “Unmanned vehicle”

not,排除某一部分干扰因素的指令，例如：（无人车 or 无人驾驶） and not 雷达

*，代表0~n个字符，用于英文关键词的末位，例如：circulati*可补全为：circulation，circulating

？,单个字符补全符号，用于词中或词尾，例如：Pro?ram补全为Program，bread?补全为breads

利用下面字段指令，使关键词精准定位到目标专利。（也可通过高级检索套用指令）

t: 只找标题，ab: 摘要，cl: 权利要求，d: 说明书, ts: 标题+摘要，tscd: 对文献全部内容进行查找

申请人字段指令 → ap: **技术有限公司               

发明人字段指令 → in: 王勇

代理人字段指令 → at: 王红                                

代理机构字段指令 → ag: 北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当前专利权人字段指令 → caee: **技术有限公司

简单检索字段指令：（输入指令查找，定位更准确）



1.2 检索技巧-检索技巧

由于专利汇数据库采用了以查全为检索第一准则的运算逻辑，所以在用户通过关键词或语句检索时，系统

会自动判断关键词可否拆分查找，若判断出关键词或语句可拆分成多个词汇的组合情况下，系统优先为用

户以 A and B and C 的方式进行检索，将检索结果扩展的更全面。

若用户不需要系统进行分词检索，可在关键词或语句前后加上“ ”（双引号），系统就不会分词检索啦！

智能分词与精准检索：

查找全球专利方法：

专利汇数据库目前对全球105个国家的1.2亿条专利数据中的80%专利数据进行了线下中文翻译，主要翻译

的对象包含五大局（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欧盟、WIPO）数据，建议大家在检索过程中最好使用中

英文混拼的形式对全球（搜索栏前方选择范围）专利进行检索，这样会使检索结果更加全面。

例：查找照相机，可将检索式写为→ 照相机 or camera

例2：查找单反照相机，可将检索式写为→ (照相机 and 单反) or (camera and SLR)

重要提示：两个英文关键词中间的and、or等运算符前后需加空格，否则系统无法进行分词判断

提示2：一个英文词组中的关键词间有空格，两个单词需要紧挨着出现，手动为词组前后加上双引号即可



1.3 检索技巧-检索技巧

手动分词+横向拓展（查全）

例2：以 钒电解液回收再利用 关键词为例，系统查找结果仅为1条。

分词构思→钒为一种金属元素可独立为词，电解液可独立为词，回收再利用可独立为词。

横向拓展→回收再利用限制了我们的搜索范围，中国文献中对同一种实施方法会有多种不同的叫法，比如

回收再利用可以叫它重复利用，或者反复使用、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等等，建议您尽量拓展词汇去表达。

检索式： 钒 电解液 and (回收再利用 or 反复使用 or 重复使用 or 重复利用 or 循环使用 or 循环利用)

此检索式得出的检索结果为56条文献，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查漏的风险，您一定要多多摸索一下^_^

结合IPC分类查找：
通过关键词结合IPC分类的形式，可快速的缩小检索范围，锁定领域快速查找。

不同的技术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实现的方式会有所不同，此方法可帮助大家快速过滤专利噪音。

同样以无人车为例，我们想找在距离感应或者勘测方面的相关专利，那么我们在搜索无人车得到结果后，

在页面的左侧筛选栏或右侧提示栏中找到IPC对应的分类，选中即可快速定位该技术领域。

也可通过手写检索式的形式，将搜索条件编写为： 无人车 and ipc: G01C (关键词结合IPC分类)



1.4 检索技巧-组合逻辑

检索深耕之组合逻辑（查准）

在做一项检索之前，整理思路并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检索逻辑至关重要，可大大的节省检索时间和效率。

掌握通过技术领域+技术特征+技术效果（也可结合IPC分类）的组合，快递定位最相关的专利文献。

检索依据：比如我们想研发或者撰写一个无人车的相关专利，此项专利主要是在无人车领域的雷达传感或

者红外探测的技术上做出创新点，此项专利研发目的是为解决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性隐患。

检索思路：分块梳理并提取关键词，用and，or，（），进行逻辑组合精确查找

块1技术领域：无人车，梳理无人车的同义词汇并组合表达式，无人车 or 无人驾驶 or 自动驾驶

块2技术特征：雷达或红外，梳理同义词汇并组合表达式，雷达 or 红外 or  测距 or 感应

块3技术效果：提高安全性，但中国人的同义词的表述方法多样化，安全性 or 危险性

检索逻辑组合：

(无人车 or 无人驾驶 or 自动驾驶) and (雷达 or 红外 or  测距 or 感应) and (安全性 or 危险性)

友情提示：当and和or同时出现在一个检索式时，需要用括号将or的关系括起来优先运算

结果对比：此检索式检索结果为164条，而无人车 or 无人驾驶 or 自动驾驶简单查找结果为6690条^_^



1.5 检索技巧-组合逻辑

检索深耕之组合逻辑查准-续

如果我们对上诉检索中的164条专利数量还是表示有点多，还想再精准些，那么继续往下看哈☟

我们已知此项技术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车辆的传感装置提高安全性，基本表明解决防碰撞的目的与车辆

航道控制为主，那么我们在左侧ipc的分类结果中找到防碰撞分类为ipc:G01S17/93（用于防碰撞目的），

与ipc:G05D1/02车辆航道控制和调节，把他们筛选出来或结合进入到之前的检索式中即可。

(无人车 or 无人驾驶 or 自动驾驶) and (雷达 or 红外 or  测距 or 感应) and (安全性 or 危险性) and 

ipc: (G01S17/93 or G05D1/02)   最后得出的相关专利结果为40条，是不是就更精准啦 ^_^

检索深耕之单字检索

此方式常见于国知局审查员老师们的检索策略

例：比如我们想全面的找找出一种汽车轮胎的换胎工具

检索逻辑可组合为：（车胎 or 轮胎） and （拆 or 装 or 卸 or 换） and 工具  (查全策略)

如果想从此结果中实现继续查准的目的，可以结合前面叙述的结合ipc分类，或者结合技术特征、技术效

果等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比如，我们要查找便携式的，可在此检索式后加 and 便携式，做精准定位。



1.6 检索技巧-组合逻辑

检索深耕之分块分区检索

以上述检索式为例，如果我们想在不同区域查找不同内容，可以尝试使用下面的检索方式☟

例如：我们想在标题和摘要中查找轮胎和车胎内容，同时想在权利要求中查找含有拆、装、卸、换及折叠

等技术手段，再然后还想在全文中查找工具这个词汇，那么可以通过如下检索式写法表达出检索目的：

ts:(车胎 or 轮胎) and cl:((拆 or 装 or 卸 or 换) and 折叠）and d:工具

   标题摘要部分                              权利要求部分                说明书全文部分

提示1：如果对专利汇检索字段不熟悉的用户，建议使用高级检索进行检索模块组合和字段指令套用。

提示2：专利汇已将常用字段的简写指令，公布在高级检索页面的底部及帮助中心中，可随时查看。

如果您仍有疑问或需要我们的帮助，欢迎与我交流(∩_∩)

18518308900（同微信）   qq：2157717237



2.1 检索技巧-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智能输出复杂检索式）

系统具备200+字段指令，为

检索用户提供专利信息的准

确定位，鉴于大多数用户对

平台指令不够了解，不能准

确的写出复杂检索式，所以

建议大家前期多用下高级检

索，可自由组合多种检索条

件，让初学者也能使用专利

数据库实现强大的查找功能！

取代手动编写复杂检索式组合查找



2.2 导出前合并文献号

合并用途

合并规则

示例

选择按申请号合并后，系统会自动过滤重复

文献，留下最新公开文献，解决用户下载后

挑选文献或影响统计分析的烦恼。

发明专利若已授权，会出现多个专利文献

如：A/B/C,或A8/B8/B9/A9等授权或更正

合并后只留最近一次公开的文献做为依据

如用申请号CN201510459694.X搜索专利

会出现：公开(公告)号：CN105015396A

             公开(公告)号：CN105015396B

两篇文献，合并后只留：

             公开(公告)号：CN105015396B



专利下载及导出

批量下载入口

PDF下载

著录项导出

可通过搜索结果上方功能按钮去，鼠标移动

到第五个下载按钮上方，弹出的下拉菜单中

进行选择操作

单次下载上限：100条

每日下载上限：企业版自定义

每天最大上限：支持10万条

单次导出上限：50000条

每日导出上限：企业版自定义

每日最大上限：50万条

2.3



PDF下载及导出

PDF下载

支持按选中文件批量下载

支持按选中范围数量打包下载

PDF每日最大下载量10万条

单次最大下载量：100条

2.4



著录项下载及导出

著录项导出

单次最大导出量为10000条

每日最大导出上限为：50万条

支持自定义字段信息导出

支持EXCEL/PDF/WORD三种格式导出

2.5



著录项下载及导出

自定义导出模板

可选全部著录项字段导出

可按喜好拖动调整著录项内容显示顺序

为模板设置一个名称，保存即可

2.6



著录项下载及导出

选择自定义模板

系统会保存设置过的著录项模板

下拉选中对应模板，一键下载专利著录项

2.7



统计分析功能

统计分析功能

入口位于列表上方功能按钮区第三个按钮

建议用高级分析功能，多维度且分析全面

分析项目支持最大150万条专利数据分析

支持自定义组合维度分析

3.1



统计分析功能

高级统计分析

支持53种精细维度分析

支持多种视图模式切换查看

支持自定义组合分析及单项分析

支持分析图片下载以及分析数据导出

3.2



4.1 分析报告用法

1.在专利汇检索平台上方导航栏中点击“分析报告”按钮

2.在分析报告功能中点击“创建分析报告”按钮



分析报告用法

自定义标题、背景介绍、摘要概述

等，在出具分析报告时会在报告第

一页显示对应内容，合理撰写标题

摘要，可增加读报告人对整篇报告

的中心理解，提高报告的专业性！

创建报告

4.2



分析报告用法

三种模式：

创建报告

一、科技领域，是指对单个关键词

或组合检索式出具整体分析报告。

二、公司，提供最多5家竞争对手

或关注的公司，出具对比分析报告。

三、工作空间，是指对固定文件夹

内存储的特定专利，进行出具分析

报告操作，精准、高校（强烈推荐）

4.3



分析报告用法

创建报告

在选择三种模式其中一种后，键入

关键词或企业名称，点击数据预览，

会显示命中结果，其中会将10家命

中专利数量最多，或有联合申请的

企业展示出来，并在报告中重点做

分析解读。

4.4



分析报告用法

创建报告

自动化分析报告共分为16个大维度

与66个小维度，其中小维度中还分

多种子维度进行剖析。

分析报告导出文件类型有word、

PDF两种类型，word版报告便于

用户导出报告后实现二次修改或编

辑，PDF文件则便于用户浏览内容。

4.5



分析报告用法

创建报告

当用户进入每个大维度中的小维度

操作洁面后，即可实现在线对分析

报告解读内容进行编辑、调整，最

终出具的分析报告将以调整过后的

内容为准进行导出，便于用户添加

一些自身对本维度的理解。

4.6



5.1 工作空间、专题库

可建立多个文件工作站，对应存储相关专
利文件，文件夹无创建限制，每个文件夹

的存储专利数量均可达到2万条以上。

云存储空间

分不同题库、不同类目、不同层
级的形式，将专利分门别类的进
行存放。实现自建专利导航功能。

自建专利导航

可将每条专利进行添加标签和注
释功能，方便管理专利、查找专
利，更便于针对性统计分析工作

标引+注释

可通过标引过后的专利数据，对
单个文件夹中的专利进行技术功
效矩阵分析，可自定义设定维度，
了解研发趋势和方向

技术研发趋势图谱

工作
空间

专题库

数据加
工标引

技术功
效矩阵



工作空间、专题库

若需帮助，请加Q:2157717237

5.2



工作空间、专题库

工作空间

提示一：工作空间单个文件夹存储

专利条数最大上限为20000条，工

作空间内新建文件夹数量无上限。

提示二：工作空间专题库文件夹层

级关系最多为四级关系，即单个文

件夹下面共可创建3层子级目录。

提示三：文件夹内的所有专利，均

可通过操作下拉单中的选项，移动、

复制、删除。

5.2



工作空间、专题库

加工标引

标引说明：用户可通过增加标引模

板来为本空间添加一套标准的标引

字段体系，模板适用于空间内所有

文件夹。

标引意义：取缔用户线下存储专利

加工分析的繁琐操作，实现线上可

快速对读完的专利增加标签，便于

分类管理、查找、筛选、分析。

5.3



工作空间、专题库

标引字段标签

字段名称：字段标签一般分为技术

标签和功效标签，例如：一级技术

到五级技术，一级功效到三级功效。

字段格式：常规字段格式分为关键

词、文本、数值等，一般建议用户

选取关键词做为字段格式较好一些。

5.4



工作空间、专题库

标签添加规则

提示一：用户新建标签内容时，可

根据对专利各技术与功效层面的理

解，手动输入相关标签。

提示二：字段标签官方设有记忆功

能，已添加过的标签会在下条专利

的标签位置下拉选项中提供选择项。

5.5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5.6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5.7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5.8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5.9



.... 技术功效矩阵分析

技术功效矩阵图谱

提示：创建技术功效矩阵分析图谱

时，过程中用户可以自由切换其他

维度，并能够及时生成新的技术分

许图谱。

总结：此分析方法可快速挖掘某一

技术领域的专利热点、趋势点、空

白点，虽需人工理解专利，进行机

械分解和设定标签，但实现的结果

具有超高的参考价值。



功能说明

将检索结果一键加入到监控列表

6.4

注意：从搜索列表添加的监控，只

能监控当前检索式后期是否有申请

公开的专利，如果需要监控命中专

利信息的所有状态变化，可将命中

的专利加入到工作空间进行监控，

当专利进入新的阶段、发生转让、

许可等事务，或被驳回、无效授权

等变更时，系统将及时通知用户。

情报监控-舆情



功能说明

将检索结果一键加入到监控列表

6.4

注意：从搜索列表添加的监控，只

能监控当前检索式后期是否有申请

公开的专利，如果需要监控命中专

利信息的所有状态变化，可将命中

的专利加入到工作空间进行监控，

当专利进入新的阶段、发生转让、

许可等事务，或被驳回、无效授权

等变更时，系统将及时通知用户。

情报监控-舆情



功能说明

可将自建库中的任意文件夹内的专

利，进行一键监控。

6.4 情报监控-舆情

单一监控条目最多为20000件专利

此方式监控更为灵活，全面



功能说明

加入工作空间进行监控，更多元化

6.4

邮件发送提醒时间，可以由用户自

定义，为每月的*号或每周的周一

至周日的任意一天，做为发送时间。

情报监控-舆情

监控邮件接收对象可设置为多人接

收，每个邮件地址间用逗号隔开。



6 其他功能-工具

由于专利汇创新检索数据库功能庞大，在这里无法对所有细节一一演示，望大家能理解！

如有需要咨询或者寻求帮助的地方，您可以联系专利汇用户管理-曹旭东 QQ:2157717237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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